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2033 呂哲宏

49812009 羅志允

49812125 張文政

49812102 賴慶珉

49812044 戴佑庭

49812045 闕崇安

49812043 林亨融

49812091 陳聰賢

49815064 陳俊宏

49815916 林冠綸

49815061 林耿弘

49815078 黃柏勳

49815086 黃文星

49815002 賴煌森

49815020 巫孟揚

49815073 曾南榮

49815027 阮榮義

49815912 潘冠佑

車輛四乙 49815904 徐偉騰

49814906 林家弘

49814023 廖柏棟

49814019 陳璟誼

49815901 王信智
4980H00 陳幫哲

49815060 陳旭宏

49815004 王勛逸

49815065 楊詠棋

49815026 林柏樺

49815036 巫崇瑋

49815024 邱貴麟

49815005 陳亭瑋

49814065 陳益彬

49814051 邱健維

49814072 蔣家棋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實務專題(二)評分組別

第一組:K棟1樓 評分老師:

52 奈米四甲 劉乃上 小型無人船舶設計與製作

55 車輛四甲 劉全 電動車輛驅動馬達之創新設計與製作

4 自控四甲 朱志良

29 車輛四甲

49812907 陳聖元 郭聰源
Nd-YAG雷射披覆複合陶瓷於Ti-6Al-4V合金之生物活

性分析

張超群 可調式樓梯

30 車輛四甲
張超群 收納櫃

48 自控四甲

非接觸式量測探頭

13 自控四乙 林開政 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I

63 車輛四甲 蕭瑞陽 節能車製作(ST-MONSTERⅡ)

71 奈米四甲 李洋憲 無鉛銲帶(ribbon)之研製及太陽能晶片串銲特性之研究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4032 王俞欣

49814085 李明智

49812004 陳奕訢

49812023 李韋儒

49812024 王俊筌

49815054 黃冠智

49814006 林展永

49814055 姚嘉慶

49814054 許哲維

49812056 蘇智元

49812093 葉哲翔

49812094 姚智騰

49812069 戴鳴宏

49814021 陳柏嘉

49814060 黃偉泉

49814081 曾凱盟

49814066 洪瑋哲

49814017 施霖翰

49814067 陳啟恩

49812104 柯清奇

54 車輛四甲 49815072 程博聖 劉全 可調式傾斜三輪機車(車輛)
49814003 邱柏翊

49814014 黃旻彥

49814062 曾俊皓

49814025 邱宇晟

49812082 顏子期

49812080 許時倫

49812085 李家裕

49812095 周建廷

自控四乙 吳忠春 自動泡茶機

1 奈米四乙 王聖璋 可用於水電解器/燃料電池之三元觸媒裝備

3 自控四甲 朱志良 觸發式三次元量測探頭

16 奈米四甲 林聰益 升降機構模組

奈米四甲 蘇嘉祥 智慧型角度成型機

33 奈米四甲 張烔堡 除濕型鞋櫃

70 自控四乙 瞿嘉駿 小型可變旋角風能裝置之設計

61

43 奈米四甲 施武陽 動力系統的電能管理

第二組:K棟1樓 評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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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0H00 蔡秉霖

49814031 陳淑君

49814043 高宛茹

49814101 陳建銘

49812124 魏嘉緯

49812902 蔡佳昇

49812905 吳世偉

49812903 鄭立揚

49815007 黃俊霖

49815076 周東達

49815075 林庭慶

49815022 林才鈞

49815021 周紘吉

49815018 朱偉翔

49814045 陳凱威

49814115 吳晟峰

49814010 胡博堯

49814116 金昌霈

49812011 盧玟攸

49812089 謝宏恩

49812020 陳錦泉

49812063 鄭郁勳

49812062 李哲偉

49812068 余函穎

49812079 謝明祐

49812064 溫仲瑋

76 車輛延修 49715037 李玄勇 許哲嘉 波浪發電機

37 車輛四甲 陳沛仲 移動式無障礙平台

22 自控四甲 吳敏光 智慧型腳踏車

18

移位機運動外掛模組

44 車輛四甲 施武陽 電池健康度管理

第三組:K棟地下1樓 評分老師:

51 奈米四乙 劉乃上 無人飛機設計與製作

60 自控四乙 劉雲輝 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II

72 自控四乙 劉雲輝

奈米四乙 林儒禮 壓電避震機構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4095 楊春梅

49814035 郭南億

49814094 吳冠霖

49815097 王秋霖

49815910 賴昌毅

49815046 黃瑞禮

49815039 蕭振祐

49815010 羅柏嵐

49815093 林泊穎

49815914 黃奕凱

自控四甲 49812103 黃君漢

49814076 巫振輝

49814018 張嘉文

49814083 黃大祐

奈米四乙 49814099 許子健

49814079 陳仕旻

49814078 林庭維

自控四乙 49812047 張高愿

49814061 葉冠宏

49814002 黃順展

49814015 周郁凱

49814058 蔡仲軒

49812071 蔡逸存

49812075 陳柏榕

49812078 施重議

49815043 鄭立言

49815042 蔡名凱

林開政 機器人運動控制

38 陳沛仲 偏癱輪椅
車輛四乙

77 車輛四乙 劉乃上 電子密碼鎖

自控四乙

41 奈米四甲
曾信智 組合藥盒

46 奈米四甲 楊政峰

吳忠春
肘肩關節與手指伸展固定支架

林克默 大尺寸LCD散熱機構設計與分析

62 奈米四甲 蘇嘉祥 自動套環發射器

69 瞿嘉駿 小型風能發光氣球之設計

15 車輛四乙

第四組:K棟2樓 評分老師:

6 奈米四乙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4109 蕭維鈞

49814113 鄭永瑞

49814102 許筌維

49814008 張進發

49814050 蔡永豐

49814088 呂定鍇

奈米四甲 49814074 蕭翊竹

奈米四乙 49814097 李曉薇

49815023 許爾軒

49815033 廖顯岱

49815082 傅軍皓

49815083 賴聖閎

49815088 黃超健

車輛四甲 49815917 許坤成

49815101 廖國龍

49815008 黃思翰

49815014 蔡佳揚

49815038 陳偉銘

49812098 蔡騏聲

49812099 王鵬宇

49812100 楊得亨

49812034 王俊惟
49815062 林昌宏
49815084 陳重輔
49815070 林彥廷

49812046 盧柏誠

49812086 王怡翔

49812076 沈委亮

49812070 黃郅宏

49812084 趙振廷

49812112 張廷豪

49812115 鐘耀霆

49812031 謝昇融

25 李友竹 防蟻座

36 車輛四甲 陳沛仲 外掛式偏癱復健輪椅模組

53 車輛四甲 劉乃上 環保材料無人載具設計與製作

73 自控四乙 林聰益 移位機外掛復健模組

17 奈米四乙 林聰益 醫療輔具-循環復健機改良

39

第五組:K棟2樓 評分老師:

2 奈米四乙 王聖璋 奈米結構SnO2氣體感測器製作與實測

自控四甲 彭守道 電動車電控動力系統設置與儀表板電路製作

陳沛仲 助動式復健輪椅
車輛四乙

50

75 自控四甲 劉佳瑩 牛樟芝培養箱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2030 陳勝煒

49812026 詹孟竣

49812025 張晏霖

49812101 蘇晉弘

49812088 李修宇

49812015 張峻豪

49812065 阮彥瑜

49812017 宮大晉

49814047 侯進崇

49814046 黃柏勳

49814098 王仲豪

49814105 林祐綮

49814029 張凱傑

49814904 王柏翔

49814070 李讚修

49815011 周建豪

49815047 王珈瑋

49815048 李仲凱

49815049 胡哲瑋

49814009 林俊佑

49814036 陳怡安

49814038 蔡至綱

49814103 洪雅秀

49812072 周勤傑

49812090 張閎棋

49812074 王廷安

49812042 李忠翰

64 奈米四甲 49814077 劉芫佑 謝慶存 360。無線電風扇
49812061 夏偉庭

49812057 阮進逸

49812060 羅尚銘

45 奈米四乙 楊政峰 節能熱水器

5 自控四甲 朱志良 具有同軸光束之三自由度光學量測探頭

第六組:K棟2樓 評分老師:

49 自控四乙 彭守道 氣動平衡控制

74 自控四乙 謝慶存 致冷晶片輔助車內降溫

14 自控四乙 林開政 TDK機器人之研製

24 奈米四乙 李友竹 省電環保抽風機

27 奈米四甲 莊承鑫 隨貼隨用之可撓式揚聲器

35 車輛四乙 許哲嘉 電動車轉向機構製作與加工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名稱

49814106 鄭晏昇

49814086 沈鈺麒

49814108 林育泓

49814034 陳兆琮

49814026 李亮延

49814020 薛碧萱

49814005 吳昱錡

49814053 許均維

車輛四 49815079 蘇廷達

49815032 紀坤治

49815034 梁凱程

49815035 陳科宏

49815071 江驊晟

49815001 宋謰志

49815080 蘇信翰

49815028 陳育偉

49815087 王威凱

49815058 盧乃喆
49814090 鄭少夫
49814096 梁嘉宏
49814044 黃俊淙
49814039 高上龍
49814048 陳威奇

49812014 林晏廷

49812059 王嘉培

49812018 賴柏辰

49812049 莊詠荃

49812013 林雅燕

49812048 柯仰達

49812067 邱宗俊

49812083 吳秉勳

49814001 蘇昱蓁

49814903 林旻瑩

49814107 王資閔

49814112 胡智凱

49814040 陳秋璋

49814007 陳俊安

49814011 徐至凱

49814100 陳睿綸

49814093 王志勝

49814114 黃柏凱

49815099 黃俊諺

49815100 林學昌

49815052 陳振瑜

49815105 蔡雨倫
49814027 許敦皓
49814030 杜弘偉
49814059 劉仁捷
49815107 陳漢泰
49815106 蔡先偉
49815051 陳俊龍
49815098 張志豪

23 奈米四

甲
李洋憲 LED顯示器散熱分析與設計

張烔堡

車輛四

甲
林宗賢 可程式控制-機械手臂

12 奈米四

乙
林宗賢 爬樓助我行

風力熱水器

34 車輛四

乙
張烔堡 智慧化回油型強制限速器

32 奈米四

甲

10 車輛四

甲

複合能源全自動太陽能海水淡化設備

28 奈米四

乙
黃文勇 太陽能船製作

林宗賢 收納式拐杖

11

自控四

乙
吳忠春

8
奈米四

甲 林克默 高海船模比賽、茂迪盃創意競賽、大葉盃船模比賽

19 自控四

乙
吳忠春 人性化自動咖啡機

奈米四

乙
沈毓泰 機械軸承損壞監測之SOC系統

31 車輛四

乙
太陽能輔助空調代步車

26

張烔堡

7 奈米四

乙
林克默 太陽能競賽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實務專題(二)免評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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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15103 陳峰毅
49815116 陳建良
49815117 黃啟豪
49815041 李銘偉
49814075 林其平
49814024 吳孟哲
49814028 鐘昆吉

奈米四 49814104 陳宥良

49815125 王春祥
49815118 簡煜樺
49815111 黃良辰
49815108 楊富雄
49815109 董志皓

49815124 張俊盛

車輛四 49815126 房志鴻

49815044 許堯庭

49815037 施宇澤

49815045 郭誌騏

49815104 吳維桓

49812039 陳巧雯

49812029 謝智中

49812097 高廉傑

49812027 陳科榕

49812035 楊宗瀚

49812005 李易庭

49812007 藍淑吟

49812105 鄭如涵

49812008 林哲宇

自控延 49712908 傅聖斌

49812036 史豐魁

49812119 吳東昇

49812107 項偉鴻

49812006 陳冠宇

49812002 許峻嘉

49812022 江韋志

49812028 柯柏羽

49812120 張禮存

49812032 簡嘉佑

49812038 蘇立翔

49812037 張琮昇

49815015 林樺政

49815077 曾竑達
49815089 蔣宜達

49815913 賴冠伸

49815909 吳宗育

67 自控四

甲
魏慶華 醫療環境之非接觸液位連續監測裝置開發

魏慶華 自助式輔助起身馬桶蓋機構設計

快拆式多孔磁性濾網過濾裝置

66 自控四

甲

磁性複合螺旋研拋機構精進設計與製作

郭聰源 南台方程式賽車

68 自控四

甲
魏慶華 協助輪椅族容易通過階梯之輔助機構設計

42
奈米四

甲 曾信智

劉佳瑩 太陽能捕蟲裝置

56

47
車輛四

乙

40 車輛四

乙
曾信智

78

車輛四

甲
蕭瑞陽 節能車製作(ST-EleanorⅡ)

車輛四

乙

車輛四

乙
劉全 化學車設計與製作

59
自控四

甲

58 自控四

甲
劉佳瑩 可拆組多功能運動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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